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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旨在瞭解桃園縣國中學生的身體意象與運動行為現況，分析不同背

景的國中學生對身體意象及運動行為的差異情形，並探究國中學生的身體

意象與運動行為的相關情形。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 98 學年度桃園

縣 1521 位國中學生實施調查。所得資料以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

爾森積差相關等統計方法分析後，本研究獲得以下結論： 一、男生外表評

價優於女生，女生對外表取向及身體各部位滿意度高於男生；八年級學生

對身體意象明顯高於七年級、九年級；私立國中學生對身體意象滿意度都

比公立國中學生高；有參與運動代表隊或運動社團明顯高於無參與運動代

表隊或運動社團者；身體質量指數過輕或正常者，對自己身體意象滿意度

高於過重與肥胖者；高家庭社經地位明顯高於低家庭社經地位。 二、 公

立學校學生運動行為比私立學校學生佳；有參與運動社團或運動代表隊在

運動行為總分高於無參與運動社團或運動代表隊。 三、桃園縣國中學生身

體意象與運動行為間有顯著正相關，顯示學生對身體意象愈滿意，其運動

行為愈佳。 根據研究結論，本研究針對教育方面提出建議，教導國中學生

要有關正確的身體意象觀念及灌輸學生正確的運動行為價值，強調從事運

動所帶來的健康與益處，體育課程設計應重視樂趣化、推動樂活校園動態

生活的風氣。  

摘

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was to study the status quo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body image and movement behavior in Taoyuan, find out the differences 

shown in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social backgrounds, and explor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tudents’ body image and their movement behavior. 1521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illed in questionnaires about their body image and movement 

behavior. The statistical methods applied in the research are t test, One-way 

ANOVA and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The study shows the following 

results: 1、Among the 1521 students, boys’ appearance evaluation was higher 

than girls, while girls’ exterior orientation and satisfation of their body parts higher 

than boys. The self evaluation of their body image of the 8th graders was ovbious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7th and the 9th graders; students in private schools more 

satisfied than those in public schools; students on school teams or in sports clubs 

better than non-participants; whose BMI(Body Mass Index) range from underweight 

or normal was even more satisfied with their body image than those who was 

overweight or obese; students of higher social statu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ose of 

lower social status. 2、Students in public schools do more sports than those in 

private schools; students on school teams better than those who were not on teams. 

3、There were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students’ body image and 

movement behavior in Taoyuan: the more satisfied students were with their body 

image, the better their movement behavior.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eacher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instill in students core value 



and correct concept of body image and sports; emphasize health and benefits from 

playing sports; design trendy and entertaining p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a, encourage 

the involvement of campus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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